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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U BAO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上半年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今年 1—6月，引进内、外资企业 1889户，同比增长 41.38%；引进注册资金合计

184.58亿元，同比增长 11.52%

本报讯 7月 18日袁中共虹口区第九届委员会举行第八
次全体会议袁 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遥 本次全会的主要任务
是院认真学习贯彻十届市委六次全会精神袁总结上半年工作袁
部署下半年任务袁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袁振奋
精神尧转变作风袁改革创新尧狠抓落实袁为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而不懈奋斗遥区委书记吴清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遥区委副
书记尧 区长曹立强总结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下半年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部署遥 区委副书记杜炯袁 区委常委徐
彬尧陈理春尧顾云豪尧陈良尧刘可尧杨莉尧高香出席遥 全会以举手
表决的方式袁 递补李晓燕同志为中共上海市虹口区第九届委
员会委员遥
吴清传达了十届市委六次全会精神并代表区委常委会讲

话遥他指出袁要坚持两手抓尧两促进袁以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遥 今年以来袁根据中央和市委统一部署袁区委认
真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遥 坚持两手抓尧 两促
进袁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袁甘做服务群众的野孺子牛冶遥紧扣野走
进基层尧服务群众冶和野改革创新尧转型升级冶两个主题遥将教育
实践活动与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经济转型发展尧 以旧改为重

点的民生改善尧 以创卫为代表的城市运行管理和社会治理相
结合遥 按照野四实冶要求袁坚决反对野四风冶遥

吴清指出袁要坚持遵循规律尧求真务实袁以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成果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遥 今年是实施区野十二五冶规划
的第四年袁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袁对于能否顺利实现区野十二

五冶目标至关重要遥 对此袁我们必须加强学习袁登高望远袁勇于
探索袁不断创新袁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袁准确把握
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袁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袁
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遥 要统筹兼
顾袁把握老与新的关系曰注重质量袁把握好与快的关系曰稳重求
进袁把握依法合规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曰凝心聚力袁把握守土有
责与敢于担当的关系遥

吴清强调袁要坚持立党为公尧执政为民袁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遥 要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袁关键在党遥 我们要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袁始终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袁更加注重价值引领尧更加注重服务群众袁
更加注重制度创新袁更加注重拒腐防变袁努力构建与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党建新格局遥

吴清强调袁面对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世情尧国情和时代
特征袁我们的思想观念尧工作方法尧服务模式等也要随之发生
相应的变化袁要树立新观念尧重视新方法尧建立新机制袁野边干
边变冶袁野干中求变冶遥

曹立强代表区委常委会通报本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袁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遥 上半年袁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袁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袁实
现了野时间过半尧完成任务过半冶遥 上半年完成区级财政收入
49.06亿元袁同比增长 20.3%袁占全年目标的 68.5%遥 坚持能快
则快袁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曰持续攻坚克难袁城区建
设和旧区改造再创佳绩曰聚焦创卫袁城区管理能力切实提升曰
贴近民生需求袁民生保障工作取得实效曰融入改革发展大局袁
扎实推进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遥

曹立强强调袁下半年工作要抢抓机遇袁稳中求进袁进中提
升袁奋力爬坡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院全力以赴保持经济平稳健
康持续发展曰全力以赴加快旧区改造和城区建设曰全力以赴提
高社会治理能力曰全力以赴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曰全力以赴推进
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遥 耿小彦

直面挑战 迎难而上 齐心合力 奋力前行
中共虹口九届区委八次全会举行 区委常委会主持 会议传达了十届市委六次全会精神 吴清作重要讲话

曹立强总结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部署下半年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 杜炯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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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两手抓尧两促进
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袁甘做服务群众的野孺子牛冶遥

紧扣野走进基层尧服务群众冶和野改革创新尧转型升级冶两
个主题遥

要做到四个准确把握
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袁准确把握近期目

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袁 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袁
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遥

要做到三个更加注重
更加注重价值引领尧更加注重服务群众袁更加注重

制度创新袁更加注重拒腐防变袁努力构建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党建新格局遥

7月 18日袁中共虹口区第九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遥 钱晶 摄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投资促进办公室了解到袁 今年
上半年本区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袁1要6月袁引进内尧外资
企业 1889户袁同比增长 41.38%曰引进注册资金合计 184.58
亿元袁同比增长 11.52%遥 其中袁新引进企业注册资金 158.78
亿元袁存量企业增资 25.80亿元遥 1要6月袁引进外资项目 51
户袁引进合同外资资金 27674.96万美元遥 其中袁新引进合同
外资 10289.76万美元袁存量企业合同外资增资 17385.20万
美元遥 新引进企业在上半年产生区级税呚 18644.98万元遥

据了解袁尽管全球经济仍处在低迷徘徊之中袁但本区各
部门尧街道经过努力袁今年 1要6月仍引进优质企业 37户遥
新引进企业注册资金 1000万元以上企业 179户袁 其中袁注
册资金 5000万元以上企业 46户袁1亿元以上企业 22户袁其
中包括袁 注册资金 16.66亿元的中海油轮运输有限公司尧注

册资金 6亿元的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尧 注册资金 5.88亿
元的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尧 注册资金 3.77亿元的中
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尧引进注册资金 5000万元的上海邮币
卡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尧注册资金 3000万元的上海宝励
晋物流有限公司等遥

为使本区招商引资工作在更高的起点上快速推进袁区
投促办通过 野虹口区投资服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冶 这一平
台袁集中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收集袁整合招商资源袁实施
招商集中化管理遥 并建立了区投资服务工作协调机制袁对一
些引进企业事项实施野一事一议冶袁从而进一步加强部门之
间的合力袁完善投资服务环境袁提高投资服务工作效率和水
平遥

区投促办负责人表示袁 下半年本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将

重点关注平台经济和网络经济袁 吸引更多符合虹口五大产
业导向的总部型企业落户本区遥 注册资金达 20亿元的宝钢
资源控股渊上海冤有限公司目前已获得企业营业执照袁本区
还将根据该企业的经营规模尧发展规划袁量身定制符合企业
定位及经营需求的相关扶持政策遥

据透露袁区投促办下半年将加大招商推介力度袁通过走
出去招商袁扩大影响力遥 本区将先后召开境外航运物流专项
推介会和举行航运尧文化专项推介活动袁并与市合作交流办
等共同筹备野第五届国内优势企业上海行冶活动袁以吸引国
内优质总部型企业来本区落户遥 同时袁本区还将加大与境內
外专业机构合作袁逐步形成专业机构合作机制袁通过委托招
商尧宣传推介尧开展论坛等活动袁进一步提升企业对虹口的
认知度遥 龙 钢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财政局了解到袁今年以来袁本区财
政改革不断推进袁强化了财政收支管理袁盘活存量资金袁上半
年已先后清理各类财政专户 14 个袁 回收各类财政资金
151530万元遥 同时袁深化了信息公开制度袁上半年预算单位公
开部门野三公冶 经费预算尧部门预算信息各 49件遥 另外袁还编
制公布区财政行政审批目录袁规范 11项审批事项袁并制作了
相应的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遥

据悉袁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袁本区的税源结构也逐步趋向
稳定遥上半年区级收入中袁除城镇土地使用税外所有收入项目
均实现正增长袁其中院区级营业税完成 91996万元袁同比增长

1.34%曰区级增值税完成 141894万元袁同比增长 17.76%曰区级
企业所得税完成 53644万元袁同比增长 9.01%曰区级土地增值
税完成 50244万元袁 同比增长 64.96%曰 区级契税完成 42745
万元袁同比增长 36.84%曰非税收入完成 35121万元袁同比增长
52.59%遥
下半年袁本区财政将重点夯实征管基础袁增强收入调控能

力袁财税等部门通力合作袁实行全年目标统筹尧月度收入分析
预测及重大税收事项沟通制度袁加强分析预测和应对袁确保全
年财政收支目标的完成遥落实财政政策袁不断助推经济转型发
展遥 深化财税改革袁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遥 路 人

税源结构逐步趋向稳定
今年以来，先后清理各类财政专户 14个，回收各类财政资金 151530万元

本报讯 过去放暑假袁学生们不是在家忙着做暑期作业袁
就是忙着去参加社会上的各类暑期补习班遥而今年暑假袁本区
的中学生们却忙着做一份特殊的暑期社会实践作业袁 寻访区
域里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袁听他们口述历史袁记
录老兵们那一段难忘的岁月遥这是区委老干部局尧教育局和各
街道联合为学生们量身定制的作业袁旨在利用暑期袁接受一次
爱国主义教育遥

上周三上午袁 钟山高级中学高二学生陈璐和她的同伴们
来到了广灵二路 350弄的肖琴老人家遥这位红军的女儿尧1939
年才 15就在山西清源县参加八路军的抗战老战士袁曾随八路
军 129师 386旅转战在太行山区袁 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的 野三

光冶政策渊烧光尧抢光尧杀光冤遥 肖琴告诉学生们袁自己曾亲眼目
睹了日本侵略军 1942年在太行山扫荡的情景院日军在山上一
个村一个村的搜寻袁见到人就杀袁自己和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位
英语老师躲藏在一个山洞里袁四天四夜没吃袁靠拾野果尧野草
度日袁等日军扫荡回城后袁肖琴艰难地走出山洞发现袁村里的
男女老少都被杀了袁尸横遍野袁惨不忍睹遥 肖琴的父亲也在日
军的扫荡时被抓袁后被绑在大树上袁逼其说出部队的去向袁因
父亲坚决不说袁最后被日军用刺刀刺死遥

据了解袁暑期结束时袁区有关部门将把学生们的这份特殊
作业整理成册袁作为学生了解历史的教材袁并组织志愿者袁以
讲故事的形式袁到各社区尧学校进行巡回演讲遥 路 人

本区布置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作业

寻访抗战老兵 记录难忘岁月

本报讯 7月 18日袁 市政府副秘书长宗明带领市教
委尧市体育局尧市食药监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来到华东师大
一附中袁视察第 12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桥牌比赛的赛前准备
工作遥 副区长李国华陪同视察遥

宗明等一行先后视察了比赛场馆尧运动员宿舍和食堂袁
详细了解赛事组织尧场地设备尧电力保障尧安全保卫尧食宿安
排等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遥

据了解袁 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桥牌比赛将于 7月
28日在本区举行遥 为做好赛事组织和接待工作袁本区高度
重视袁 成立了桥牌竞赛委员会袁 精心做好各项赛前准备工
作遥 根据比赛要求袁 华师大一附中对校篮球馆做了重新布
局袁摆放了桥牌专用桌椅袁并安装了全新的空调系统和大型
电子显示系统遥运动员宿舍干净整洁袁每个套间都配有独立
的卫浴设施遥宗明对各项赛前准备工作表示肯定袁要求本区
各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尧 密切配合袁 把各项赛事工作做的更
深尧更细尧更实遥 嵇丽娜

宗明视察学运会赛事本区准备工作

野文化进军营冶系列活动开展
本报讯 野八一冶建军节来临之际袁由凉城新村街道尧区

文化局尧区文联联合举办的 2014年虹口区野文化进军营冶系
列活动拉开序幕遥首场演出在海军上海水警区剧场举行遥来
自虹口区的文艺工作者为部队官兵献上了一场时尚青春尧
健康向上的文艺演出遥上海水警区政委金毅尧副区长李国华
等与官兵一起观看了演出遥

据悉袁今年野文化进军营冶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海军
411医院尧武警二支队等 4个部队袁为官兵送去 6场文艺演
出和一系列文化讲座遥 嵇丽娜

本报讯 7月 19日袁市委一
号课题第二调研组 野创新社会治
理尧加强基层建设冶课题虹口调研
总结会召开遥市委副书记尧组织部
长应勇袁上海久事公司党委书记尧
市委一号课题第二调研组组长龚
德庆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健麟袁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尧 市委一号课
题第二调研组副组长林龙斌袁普
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 市委一
号课题第二调研组副组长欧阳
萍袁虹口区委书记吴清袁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颜建平袁 区政协主席管
维镛袁区委副书记杜炯袁区委常委
徐彬袁区委常委尧组织部长顾云豪
等出席了会议遥 会议由龚德庆主
持遥

会上袁 吴清汇报了本区创新
社会治理尧 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情
况遥 他感谢市委一号课题第二调
研组对虹口的指导和帮助袁 重点
介绍了本区近年来聚焦街道行政
体制尧网格化城市管理尧培育社会
组织尧居民自治体制机制尧基层队
伍建设尧 区域化党建体制等方面
的实践与思考袁 以及即知即改的
各项举措袁 并从本区的实践出发
向市委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
议遥

龚德庆汇报了第二调研组在
虹口的调研工作情况遥 他对虹口
区委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市委一
号课题工作表示感谢袁 他总结评
价了虹口区近年来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的丰富实践和经验
做法袁 并建议虹口区下一步在推
进党建区域化尧管理扁平化尧服务
社会化尧 队伍规范化和治理法制
化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遥

郑健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市委一号课题第二调研组在虹口的调研工作和虹口区
配合一号课题所作的相关工作袁 他希望进一步做好虹
口区的实践总结袁 推动课题调研工作与职能部门工作
深度结合袁把握好放开与收口尧聚焦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关系袁努力为市委一号课题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应勇在讲话中对市委一号课题第二调研组在虹口
开展的课题调研工作表示肯定袁 对虹口区给予课题调
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表示感谢袁 并认为虹口近年来在
创新社会治理袁加强基层建设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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